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高等考試試題解答）

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考試別：高等考試
等 別：三等
類 科：文化行政、技藝（選試陶瓷）
科 目：藝術概論
一、當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傳播期間，策展人如何規劃一檔台灣當代藝術專題展覽，需特別說明：
策展主題、擬邀請參展藝術家、形式和內容、行銷教育推廣對象和策略，及預期展覽效益。
（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是業內題，但貼合目前的「全民策展人」趨勢。同學們只要舉已知的臺灣
藝術家，並往線上或虛擬展覽的方向思考，相信都能提出不錯的規劃。
【擬答】(班尼迪克/梅塔老師解題)
前言：疫情影響下的藝術世界
隨著 2020 年的肺炎病毒全球散播，2021 年的臺灣終於在 5 月提高防疫等級，為避免群聚感
染，文化部宣布全面禁止觀眾進入場館並取消各項展覽活動，造成許多實體藝文場館的衝擊。
雖然 7 月疫情逐漸趨緩，開放部分場館及活動，卻仍無法全面解封並回復到 2020 年以前的自
由狀態。以下分別說明在此情形下策展人如何策劃展覽，及相關主題、藝術家、實施方式、
行銷對象及預期效益。
規劃的方向與方式：反映時代、突顯問題、帶動反思
策展人規劃當代藝術展覽，應注意時代性、問題性、反思性等方向。時代性主要是一種時間
觀念，既包含人或藝術家的當下生活境況，及創作藝術品的傾向與方式。問題性則涉及藝術
本身的形式、人與藝術的關係、藝術介入並引起改變的可能性。反思性與問題性是一體兩面，
在當代藝術範疇裡，有時與藝術體制及展示空間有關。因此在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散播期間，
策展人可規劃能反映臺灣當代藝術發展與世界藝術發展趨勢，亦可規劃能突顯人與人、人與
環境間，已無法如過去那樣自由接觸進行社交等的問題，同時帶動觀眾反思當下經驗、當代
藝術仰賴高科技媒體的現象、甚至參與其中進行互動。在上述三策展方向下，策展人可規劃
一檔以臺灣多媒體與科技藝術為主的專題展覽，同時採取實體與線上等兩種展示方式，在展
示期間，不僅面向臺灣觀眾，也開放給全世界的人。
展覽主題：疫情下的生活與科技藝術
我們可提出「請保持社交距離？—後疫情時代的美術館與藝術」展（本展）。在疫情期間，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人與人之間應保持社交距離，這種方式又稱「社交疏遠」，是一種試圖阻
止傳染病傳播或降低其速度的非藥物性感染控制措施，藉此降低疾病傳染、致病和死亡率。
傳統藝術習慣在實體空間，直接透過身體與其交會並產生經驗，但如今受到極大限制。因此
我們可以人與人、人與藝術、人與展覽的習慣模式為主題，策劃展覽。
參展藝術家：黃心健、鄭淑麗
我們可邀請臺灣從事多媒體與科技藝術的代表性藝術家。如：黃心健，他於 2017 年與美國藝
術家羅瑞安德森合作的〈沙中房間〉，曾得到威尼斯影展的虛擬實境最佳體驗大獎。觀眾可
透過虛擬實境裝置（VR），在 15 分鐘內進行操作和探索，感受某種幻夢情境。另如：鄭淑
麗，她曾於 2019 年以〈3X3X6〉的現地製作作品，代表臺灣參加威尼斯雙年展。觀眾可走入
一受到人工智慧監控追蹤的空間，透過觀眾的彼此觀看，探討當代生活人的狀態與回應策略。
另外我們也可邀請臺中國美館、臺南美術館和嘉義美術館，發表其在疫情時代，如何將實體
展覽轉化為線上展覽，或為了因應社交距離或無觀眾等的現象，而另行創造的線上導覽影片
或直播室談話。
形式和內容：互動與沈浸式科技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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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展可同時結合實體與線上，在國家美術館展間進行為期 108 日的實體與線上展出。展覽時
間對應臺灣 2021 年 5 月疫情爆發後經 108 日解除危機，試圖喚起這段特殊的記憶。除佈置實
體展覽、透過 3D 實境方式放置網路空間外，也邀請藝術家或美術館為因應此展新創作品，
並針對「互動性」和「沈浸式」等角度進行創作。其內容主要反映臺灣當代藝術中科技藝術
發展的面向，也呈現臺灣當代美術館已積極採用多媒體展示並與觀眾互動的事實。另建構線
上展覽 OVR（Online Viewing Rooms），不單只是將作品放在網路上供人瀏覽，也試圖發展
新的觀展體驗，呈現某種與實際展覽相符的效果。除了高清解析度與 VR 虛擬實境等的作品，
也可運用手機 app 模擬實體展廳，並結合數位語音導覽系統及互動模式，探索並建構新的展
覽模式。某種程度上，線上活動應多於實體活動，較符合本展性質。
行銷教育推廣對象及策略：以數位觀眾為主，進行線上行銷
本展的教育推廣對象，除了對臺灣當代藝術有興趣之觀眾，亦包含臺灣當代美術館。在策略
上可透過線上社群軟體，如：臉書等，建立數位虛擬社群，並安排專職小編與觀眾互動。此
外可與國內的虛擬博物館平台結合，或與國外虛擬博物館（virtual museum）或數位博物館
（digital museum）連結。因此本展必須有全英語的版本，方便國外觀眾參與。
預期展覽效益：實現公民美學
本展預期在 108 日的實體與線上展出中，能反映臺灣當代藝術的趨向與成果，突顯疫情時代
人與人、人與環境間必須保持距離等問題，透過藝術家的互動與沈浸式科技藝術，與美術館
的因應之道，帶動觀眾反思，共同探討未來生活或展覽模式，達到實現公民美學教育的目標。
結論：
在疫情時代下規劃臺灣當代藝術專題展，策展人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臺灣當代藝術自 1990
年以來，陸續有許多藝術家從事多媒體與科技藝術，隨著藝術學院設立相關系所，國際交流
與競賽機制等的建構，並獲得國家發展計畫的關注，臺灣的多媒體與科技藝術漸成一股不可
忽視的潮流與力量。尤其是 VR 虛擬實境、互動與沈浸式裝置、網路連線並邀請數位觀眾參
與，特別切合疫情時代下的相關議題探討。因此策展人可從此角度出發，同步規劃實體與線
上展覽，展示藝術家與美術館的創新創造，並邀請觀眾一同參與、體驗、反思、甚至改變。
除彰顯公民美學的理想，也表達疫情時代下，不論藝術、展覽或教育方式，皆須與時俱進，
才有可能獲得深刻共鳴。
二、賞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北宋郭熙（約 1000-1087）：早春圖（見下圖），分析構圖形式，
說明「三遠」藝術理論。（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作為中國歷史重要名畫，用心準備的同學理應有所發揮。
【擬答】(班尼迪克/梅塔老師解題)
導言：北宋山水歷史與早春圖構圖形式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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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李成山水畫派：
五代與北宋初期的畫家李成，當時公認為最重要的畫家。傳世作品有《茂林遠岫圖》等。
他的山水畫不但表現出山川氣象的變化，還特別強調了季節氣候的特點。其中最突出的成
就，是創造了「寒林」的形像，被譽為「古今第一」；這可在故宮收藏的作品《寒林平野
圖》與收藏於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的《觀碑圖》中，一窺此種冬季林相的風格。
李成的後世傳人，以郭熙最為知名，著名的《早春圖》是在絹布上用水墨作畫，利用淡墨
的微妙變化，盡量減少景物在遠近和晦明的色差，表現溫暖含蓄的春意。亦用大量巧妙佈
置的留白，暗喻了被滿山春霧掩覆的山景。構圖上亦呈現了北宋最為代表性的構圖，主山
堂堂的「巨椑式」構圖。乾隆於 1759 年在此畫的右上角寫了「樹纔發葉溪開凍，樓閣仙居
最上層，不藉柳桃閒點綴，春山早見氣如蒸。」1這幾句話點出了此畫的最大特色，也就是
「空氣感」。此外，仍須一提的是，郭熙除了繪畫技巧卓著外，亦提出了相當多重要的藝
術理論，由其兒子郭思集結成《林泉高致集》，如影響山水畫形式的「三遠」「與「四
可」，即是出自此書。郭熙的《早春圖》、范寬的《谿山行旅圖》、和李唐的《萬壑松風
圖》，並列為故宮三大名畫。而李成、范寬、郭熙、米芾亦為北宋四大家。
何為「三遠」：
郭斯集成的《在林泉高致集》本書，直接提出了「三遠」特殊透視理論。文中原文為：「山
無雲則不秀，無水則不媚，無道路則不活，無林木則不生，無深遠則淺，無平遠則近，無高
遠則下。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顛，謂知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至遠
山謂之平遠。高遠之色清明，深遠之色重晦，平遠之色，有明有晦。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
意重疊，平遠之意沖融而飄邈。其人物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瞭，深遠者細碎，平遠者沖淡。
明瞭者不短，細碎者不長，沖淡者不大。此三遠也。」亦即觀者在賞析中國山水畫作時，其
視線須在途中不斷遊走，如山的高、深、平，皆需位處
不同的立足點方得以見，普遍稱為散點透視或多點透視。此分析法相當適合在北宋畫作上運
用。除郭熙的《早春圖》外、范寬的《谿山行旅圖》、和李唐的《萬壑松風圖》亦都是極佳
範例。
結語：北宋乃文人畫風格的具體奠基期
北宋的山水畫系統，對後代的文人畫山水思考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不管構圖、三遠、留白的
特殊考慮等等，都須從北宋作品開始著手研究才得以進行系統性了解。故宮三大名畫皆此期
佳作實有其道理。
三、跨界創作乃是當今藝術發展的一大趨勢。試舉一件跨領域作品，說明其跨界時包含的領域範
疇、方式、內容等特點，並敘述原始文本在跨界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後續產生何種質變。
（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跨領域在當下已成流行詞彙，但也因此形成許多為跨而跨，甚至明顯發生在詞
彙應用及作品呈現時的草率現象。同學應多加留心此題。
【擬答】(班尼迪克/梅塔老師解題)
導言：何為跨領域藝術
身處在當下形式開放、風格自由、歷史性挪用也屢見不鮮的當下藝術創作情境中，一件作品
碰觸到複數以上領域實非新鮮事。那麼何為跨領域較恰當的圈圍方式，首先須先把複合媒材
作品剔除，接著再以此作是否有對涉入之領域產生質變作為標準。以下分別論述：
對複合媒材的剔除應施首要之務，此手法從現代主義初期便已相當普遍，意欲提出的問題
性也各自明顯，已有成熟論述。因此對兩者的界分應更加嚴謹，避免對複合媒材已付出的
貢獻，也避免對跨領域藝術的可能性擺錯焦點。

1

李霖燦著，《中國美術史稿》﹝臺北：雄獅，2008，2 版 13 刷﹞，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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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否有對涉入之領域產生質變作為標準：此點我們已看到很多作品的不良示範，僅僅只
是借用其他領域的研究方法作為作品成立的考量，卻完全無視方法在原本脈絡中的使用倫
理、使用時機適切性等應有的嚴謹度。如此的作品除了可能造成大眾對跨領域藝術的反感，
更是完全沒有掌握到跨領域藝術的真正核心價值，也就是學科專業化的補充性發展。
作品範例：中村拓志，《跳舞的樹，歌唱的鳥》
在此件作品中，中村建築師與生態學、生物學、地質學等專家共同合作，打造出一棟與所處
生態永續互生共構的「樹屋」，與人類過往與自然對抗的思考完全不同，樹屋及居住在此的
人真正融合。以下分項更加詳細說明：
跨界時包含的領域範疇、方式、內容等特點：在《跳舞的樹，歌唱的鳥》中，顯而易見地
將建築學生態學、生物學、地質學等領域結合起來。同時不僅是借用其某方法，而是需該
領域專家真正判斷其可能性及參與建築工程才能發生，這些都在整個過程的紀錄照片及相
關草圖得以證明。如植物學家預算了樹根的生長範圍，避免建築地基限縮其生長範圍，施
工時也採用護樹工法，即是明顯的例子。
原始文本在跨界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後續產生何種質變。
在《跳舞的樹，歌唱的鳥》中，意欲體現的文本即是建築學中，人類對於與森林同生共處
的內在欲求。隨著當下人類對於居住舒適度的不斷拉高，此欲求被滿足的可能性越來越低。
但透過《跳舞的樹，歌唱的鳥》精彩的實踐，相信對於日後生態工法與綠建築等研究都具
有相當大的啟發意義。
結語：無垠之地—跨領域藝術
藝術是最具開放性的學門，透過跨領域的應用，更多好的想法理應可得到奧援得以實踐。可
惜的是，目前看到許多徒具表面的跨領域作品。解決之道並無捷徑，便是創作者應多加了解
其他領域的內在本質，雙方確認有其必要，進行實質互惠的合作研發。如此一來，跨領域藝
術便會是一片無垠之地，甚至替我們指出我們目前想像的藝術樣貌。
四、試從時代背景、形式與風格三方面分析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
《最後晚餐圖》(見下圖)。（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考驗同學的文化史知識及藝術鑑賞的能力。對這件而熟能詳的作品，相信大
部分同學都能順利作答。但在一般性回答外，反突顯出個人觀察與體會的重要。
【擬答】(班尼迪克/梅塔老師解題)
《最後的晚餐》是文藝復興盛期義大利藝術家李奧納多·達·文西（達文西），在米蘭天主教聖母
恩寵修院食堂（Convent of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 in Milan）繪製的壁畫，也是他最廣為人知的
作品之一，曾啟發無數藝術工作者。此作於 1980 年被列為世界遺產。以下分項分析。
時代背景：文藝復興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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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晚餐》繪製於文藝復興盛期，約西元 1495-1498 年間。自 476 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後，
歐洲文明遭受大肆破壞，並陷入戰亂與不安的騷動中。其後歐洲進入所謂「中世紀」，過去
「以人為本」的精神，逐漸被「以神為本」取代。由於東羅馬拜占庭帝國屢遭土耳其人侵擾，
許多學者逃到義大利，作為古代羅馬文化發源地，許多城邦不但接納這些學者，更興起了研
究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熱潮，謂之「復興」（Renaissance），即自由精神與人文主義的「重
生」（Rebirth）。因此「文藝復興」是以義大利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自十四世紀初（約
1300 年前後）起持續到十六世紀（約 1550 年前後）。其影響範圍相當大，包括政治、宗教、
藝術、學術文化等，並代表中世紀的結束。
在藝術方面，自十四世紀初義大利佛羅倫斯的喬托（Giotto di Bondone，约 1267-1337）觀察
並描繪模特兒起，突破了中世紀僵化的圖像表現形式，重新觀察現實，表達具立體感和生命
感的作品。其後藝術家以佛羅倫斯為中心，在繪畫上應用透視法和明暗法，奠定近代繪畫基
礎。至十五世紀末，「文藝復興三傑」（達文西、米開蘭基羅和拉斐爾）等，分別創造出許
多重要的繪畫作品，迎來所謂「文藝復興盛期」。
在這個時代裡，藝術與科學合一，尤其是達文西。他從小在工作坊裡學習藝術，學習如何使
用透視法來創造圖像，更親自解剖遺體，研究人體構造，發展藝用解剖學，且與數學家合作，
研究和諧的美的比例，還為了描繪逼真動人的人物性情，經常在街上進行觀察並素描，並接
受各獨立公國的邀請，進行各樣創作。因此《最後的晚餐》創作於一個重視科學且能自由表
達的時代。
形式與風格：壁畫、透視法、寫實、非世俗化
《最後的晚餐》取材自基督教聖經〈馬太福音〉第 26 章猶大出賣耶穌的故事，這是中世紀以
來藝術家常畫的題材。主要描述耶穌在遭羅馬兵逮捕前夕和十二門徒共進晚餐，並預言有人
將出賣自己，死期將至，因此名為「最後的晚餐」。
此作在形式上高6 米，寬 8.8 米，並利用蛋彩、石膏、樹脂與洋乳香來上彩，畫面利用透視
原理，結合修院食堂壁面與用餐空間，預設觀眾可能抬頭上望的位置與角度，經過圖學和透
視法計算進行構圖，使觀眾感覺房間隨畫面自然延伸。為了達到彷彿與耶穌共餐的效果，達
文西刻意使門徒坐得比正常就餐距離更近，並分成四組，在耶穌周圍形成波浪狀的層次。耶
穌坐在正中間，攤開雙手鎮定自若，和周圍緊張的門徒形成對比，且越靠近耶穌者顯得越激
動。耶穌背後是祥和外景，明亮天空彷彿一道光環，取消中世紀以來的聖光習慣，符合肉眼
所見的現實世界。
與同類作品相比，此作品有幾個特點：
耶穌和門徒都是普通人，不再是神，有與常人無異的思想與情感。
將猶大置於眾人中，甚至靠近耶穌，只是手上握著錢袋，深化了為錢出賣靈魂的主題。
達文西對各門徒的性格與造形進行深入研究，試圖刻畫各人的內心世界，創造人物典型。
整體畫面和諧均衡，雖一字排開面向觀眾，但人物彼此聯繫，錯落有致，具韻律感。
透視法運用精到，視覺焦點集中在耶穌頭上成為畫面中心，讓觀眾如臨其境，產生共餐錯
覺。
光線從耶穌背後透進來照在門徒面容上，使猶大處於黑暗陰影中，正邪對立，處理新穎，
就風格而言，《最後的晚餐》表現出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畫派重視素描、一絲不苟的嚴謹
風格，與後來威尼斯畫派強調色彩的世俗風格較不相同。其構圖別開生面，顏色新鮮明亮，
人物表情生動，思想深刻合理，徹底表現人在面對生命重要轉折時的戲劇性衝突，同時創造
許多過往畫家未曾涉及的藝術新領域，並反映出當時的米蘭正處於戰爭時期，需要彼此團結
的現實意義。
結論：人文精神與藝術創新的象徵
達文西非常瞭解藝術與現實生活的聯繫與區隔，將來源於生活的造形與情感提升到藝術的高
度，並反過來影響觀眾，所以《最後的晚餐》不但象徵文藝復興盛期的起點，也不斷有人學
習、模仿、改造、並給予極高的評價。事實上，達文西從 1478 年便開始著手製作，用 20 年
的時間不停探索構思，並用 3 年的時間來完成。總之，《最後的晚餐》表達出藝術貴於創造
創新的現代性精神，至今仍不停啟發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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